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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简介

上海大学世界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增设于 2014 年 9 月。 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是学校

重点建设的学科。2012 年入选上海市一流学科（B 类），2015 年入选上海市高原学科（I

类）。本学科拥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土耳其研究中心）、中阿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上海大学-阿根廷国家科技委员会）、上海市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宗教与全球政治研

究院）、上海市高校内涵建设智库平台（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拉美研究中心、土耳其

研究中心），以及南亚研究中心、全球发展史研究中心等特色研究平台。

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现有历史学本科、世界史一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及世

界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同时自主增设有“全球学”交叉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面向

国际留学生的“全球学研究”“中国学研究”“国际关系与外交”全英文硕士、博士项目。

本学科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以经济社会文化史为核心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2）

以冷战时期的毒品、环境、卫生问题为核心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3）以土耳其、印度、

拉美为核心的国别和区域史研究；（4）以宗教与全球政治为核心的专门史研究。

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拥有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缘背景多元且具有相当国际化程度的研

究队伍，共有专、兼职教师 23 名（含全职外籍教师 4 人），其中教授 10 名，副教授 6 人，

讲师 7 人。教师队伍中拥有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青年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 人，

上海领军人才 1 人，上海市高层次海外人才 4 人，上海市社科新人 1 人，上海市曙光学者 3

人，上海市浦江学者 3 人。

近五年来，世界史学科教师先后参与国际合作科研项目 9 项，组织国际学术会议 32 次；

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15 项，省部级项目 30 项，出版学术著作近 20 部（含全英文著作 4

部）；在《中国社会科学》 《历史研究》 《世界历史》 《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宗教研

究》 《美国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SSCI), Studies in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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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ity（SSCI）, Third World Quarterly（SSCI）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

篇；获上海市哲社优秀成果两项、上海市决策咨询成果奖 1 项。

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在注重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人才培养的

国际化，50%以上的博、硕研究生在读期间能够获得长期（3 个月至 2 年）国际交流的机会，

国际合作伙伴包括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肯塔基大学、密西西比

大学、英国斯科莱德大学、日本大阪市立大学、阿根廷国家科技委员会劳工研究中心、土耳

其海峡大学、KOC 大学、马尔马拉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等。目前有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在

读国际留学研究生 80 多人，包括博士研究生 18 人。

二、合作导师与招聘岗位

1.郭长刚教授

郭长刚，男，1964 年生，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研究领域：

西方社会文化史、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承担有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项目“土耳其内政外

交政策与‘一带一路’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话语权问题：以政教关

系为中心”等国家及省 部级课题十余项；主 要著作有 China ’s Contingencies and

Globalization, 《全球化、价值观与多元主义：全球化时代宗教、信仰与文化变迁研究》、

《传统与务实的典范：古罗马的智慧》等，主编有《全球学评论》《土耳其发展报告》等。

曾往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修习基督教神学；作为美国国务院富布莱特项目访问学者

往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宗教学系访问学习。现为上海大学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宗教学会理

事。主要著作有 China’s Contingencies and Globalization, 《全球化、价值观与多元

主义：全球化时代宗教、信仰与文化变迁研究》、《传统与务实的典范：古罗马的智慧》等，

主编有《全球学评论》《土耳其发展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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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 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西方社会文化史、土耳其史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具有较好学术积累，能够熟练运用外文文献进行学术研究，研究领域为土耳其及中东，

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联系方式：gchgang@staff.shu.edu.cn

2.张勇安教授

张勇安，男，1975 年生，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校

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术道德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获得者（2012）、

上海市社科新人（2013）、上海市曙光学者（2012）、上海市浦江学者（2012）、毒品与

国家安全研究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评审专家、

中华外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规划课题评审专家、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评审专家。学术兼

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亚洲药物滥用研究会副监事长、国际酒精和毒品

史学会（ADHS）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毒品政策研究学会（ISSDP）技术委员会委员、The

Social History of Alcohol and Drugs 杂志编委、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兼职

研究员、上海市禁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史系访问学者（2009－2010）、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10）、英国思

克莱德大学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中美关系史、国际禁毒政策史、

医疗社会史。完成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项目 10 余项。

研究成果曾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2010）、上海市第十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2010）、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二等奖（2018）、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决策类二等奖

（2018）、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二等奖（2017）、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8）

https://www.miitjo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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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有《变动社会中的政策选择：美国大麻政策研究》《科学与政治之间：美国医学会与

毒品管制的源起（1847-1973）》，主编《医疗社会史研究》集刊、《国际禁毒蓝皮书》。

近年来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美国研究》《欧美研究》（台

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SSCI）、Medical History(A&HCI)等海内

外学术刊物上以英文和中文发表论文 50 余篇。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禁毒

史（多卷本）》、英国 Wellcome Trust 重大科研项目等。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 医疗社会史、国际禁毒史、冷战国际史、美国史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具有较好学术积累，能够熟练运用外文文献开展世界史领域的相关研究。

联系方式：zhangyongan@shu.edu.cn

3.郭丹彤教授

郭丹彤，女，1968 年生，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吉

林省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仿吾青年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理事、

国际埃及学家联合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先后在英国利物

浦大学、希腊塞萨洛尼基大学、以色列耶路撒冷考古研究所和德国莱比锡大学做访问学者。

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世界宗教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专题论文 50 余篇；出版《古

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上中下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等专著

4 部；《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上中下卷）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七届吴

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编号 18ZDA206）《古代埃及行政文献整理研究》。近年来的研究领域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整理研究；二、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行政体系研究；三、埃及与

东地中海世界交往研究。

https://www.miitjo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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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 古埃及史、世界古代史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具有较为深厚的历史学功底，能够熟练运用原始文献进行历史学相关领域研究。

联系方式：guodantong@shu.edu.cn

4.柴彬教授

柴彬，男，1970 年生，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

会理事、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理事、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世界史学会理事。国

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评审专家。主要从事世界中世纪史、近代史、英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独著、参译、独译著作多部。已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等世界史学科重

要杂志发表文章数十篇，并有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参与并主持完成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各一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国

海外贸易冲突史（14—19 世纪初）”（ 19ASS003）。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 英国社会经济史、欧洲中世纪、近代社会经济史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研究方向为欧洲及英国社会经济史相关领域；年龄一般在 35 周岁以下；熟练掌握英

语，兼通法语、西班牙语等语种者优先考虑；有海外学习、研究经历者优先考虑；世界史、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政治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申请者优先考虑。

联系方式： cbwind@163.com

5. 王三义教授

王三义，男，1968 年生，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帝国

兴衰史、土耳其史。著有《工业文明的挑战与中东近代经济的转型》、《英国在中东的委任

统治研究》、《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帝国之衰：奥斯曼帝国史六论》，

mailto:guodantong@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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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译著《伟大属于罗马》。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西亚

非洲》、《复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做访问学者。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理事、中国中东学会

理事。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研究》（16ASS001）。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 晚期奥斯曼帝国史、现代土耳其史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具有较扎实的历史学功底，能够解读文献，已有科研成果发表。

联系方式：sanyiw@163.com

6.刘义教授

刘义，男，1980 年生，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博士生导师。2010-11 学年美国乔治

城大学伯克利宗教、和平及世界事务中心博士后研究员；2013-16 年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

学院中方院长。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各 1 项，现为教育

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先后入选上海市晨光学者（2009）、曙光学

者（2015）、浦江学者（2017），担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中东学会理事。出版有专

著三部：《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政治》（上海，2011 年）、《全球化、公共宗教及世俗

主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比较研究》（上海，2013 年）、《全球灵恩运动与地方基督教：

一种生活史的考察》（台北，2018 年）。合编《土耳其蓝皮书》（3 册，2014-2016 年）、

合译《土耳其的崛起（1789 年至今）》等。在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Asia Journal

of Theology,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

文化》、《阿拉伯世界研究》等中外文期刊发表 论文 50 多篇。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 比较宗教及文明史、全球化与宗教变迁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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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1）从事宗教文明史/国际关系史相关问题的研究；（2）熟练使用 1-2 门外语；（3）

具有独立研究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联系方式：liuyi1980@shu.edu.cn

7. Iris Borowy

Iris Borowy，女，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研究员。主要从事

国际卫生史、国际组织史、发展与发展概念史；可持续发展；环境史的研究。Iris Borowy

教授以英德文出版专著 4 部，主编 5 部，在著名的杂志如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ynamis 等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2001 年至今，领导和参与了多个研究项目，领导“国

际联盟卫生组织”项目，参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项目、德国卫生领域发展援助项目“从

医学发展援助到全球卫生：德国国际卫生工作研究 1950-2010”。 现为上海大学世界史学

科特聘教授。主要学术兼职： “欧洲医学和卫生史学会科学理事会” (EAHMH)理事、“欧

洲社会科学史大会”(ESSHC)卫生和环境网络主席。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 国际卫生史、环境史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具有较好学术积累，能够熟练运用外文文献开展世界史领域的相关研究。

联系方式：irisborowy@shu.edu.cn

8.江时学教授

江时学，男，1956 年生，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国际

关系、世界经济、全球治理、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拉丁美洲。著

作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拉

美与东亚的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金融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

https://www.miitjo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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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阿根廷危机反思》、《拉美发展前景预测》、《全球

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观念、行动与合作领域》等。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

命运共同体研究的历史学研究”。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拉丁美洲研究、发展中国家研究、新兴经济体研究、金砖国家研究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1）有志于从事拉美研究或国际问题研究；（2）博士论文必须与国际问题有关；

（3）外文优异者优先。

联系方式 ：jiangsx@cass.org.cn

9.杨光教授

杨光教授，男，1955 年出生，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原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研

究员,《西亚非洲》学刊主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教授委员会委员、亚非研究系主

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中东学会会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亚非

学会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海湾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兼任教育

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指导委员会委员、中阿博览会

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等职。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能源安全、西亚非洲经济发展和中国与西

亚非洲国家关系。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 国际能源安全、西亚非洲经济发展史、中国与西亚非洲国家关系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具有较好学术积累，能够熟练运用外文文献开展亚非史领域的相关研究。

联系方式： yangguang@cass.org.cn

10. 李凤章教授

李凤章，男，民商法学博士，现任上海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教授，国土资源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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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中心专家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法学会理事、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中国银行法

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财产法律史，特别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土地制度变

迁史，近年来尤其注重财产法概念史的梳理和考察。致力于通过历史的考察和各国土地法律

制度的比较研究，为中国当代土地权利体系的建构提供现实的借鉴。先后在《环球法律评论》、

《政法论坛》、《比较法研究》等发表论文 20 余篇，并在《东方早报》、《国土资源报》

等发表土地制度评论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教育部项目 1 项，上海市哲学

社会科学项目 1 项，有关成果先后获得上海市哲社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奖励。先后在美

国田纳西大学、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英国女王大学等访问学习，2012 年入选“上海市浦

江人才计划”， 2015 年被评为上海市第六届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 西方法律制度史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具有较好学术积累，能够熟练运用外文文献开展世界史、外国法制史领域的相关研究。

联系方式：summondan@163.com

11.Tugrul Keskin（图鲁）教授

Tugrul Keskin，男，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曾担任波特兰州立大学中东研究副教授，

Sociology of Islam Journal (Brill）杂志编辑，伊斯兰社会学学者问邮件联络发起人，先后

执教于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瑞德福大学，弗吉尼亚科技大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

社会政治理论 ，伊斯兰运动 ，中东政治及政治社会学。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 国际关系史、中土关系研究、中东政治研究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具有较好学术积累，能够熟练运用外文文献开展世界史、国际政治领域的相关研究。

联系方式：tugrulkeskin@t.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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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赵莹波教授

赵莹波，男，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日本史学会

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中日历史文化比较研究。中日关系、中日文献、海运交通等。南京

大学博士，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九州大学访问学者。著有《唐宋元东亚关系研究》（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 2016 年）、《宋日贸易—以在日宋商为中心》（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16

年）等，译作有《“从奉使波斯碑”看元朝同伊利汗国使臣来往》、《试论汉语史料中所见

的马可波罗》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朝与日本、高丽之间‘准外交关系’研究”（项

目编号：15BZS012）、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10～14 世纪日本史料中‘涉外

伪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ZS031）等多项研究课题。在 CSSCI 核心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数十篇。开设课程：中日交流史、中日关系史料研读、东亚关系史、汉诗与和歌。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 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具有较好学术积累，能够熟练运用外文文献开展世界史、中日交流史领域的相关研究。

联系方式：zhaoyingbo2005@163.com

13. 唐青叶教授

唐青叶 , 女，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南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

业硕士，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主讲本科生的《基础

英语》、《阅读》、《高级英语写作》、《英语修辞学》、《英语语言学》、《学术论文写

作》、《语言与社会》、《话语与社会生活》以及硕士研究生《话语分析》、《中国与全球

学》等课程。主持、参与多项科研教研项目，其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社科规划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各 1 项。现已出版专著 2

https://www.miitjob.cn/


世界史博士后人员招聘

部，参与出版教材 1 部，参译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柯林斯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各 1 部，

在各类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20 篇。 2008 年至 2010 年先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和英国牛津大学访学。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 全球学、语言与国际关系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具有较好学术积累，能够熟练运用外文文献开展世界史、全球学的相关研究。

联系方式：qingyet@shu.edu.cn

三、招聘要求

1.品学兼优，作风正派，热爱高等教育事业，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

达能力和教学能力；

2.博士后申请者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具备优秀学术背景和科研经历，获得博士学位不

超过三年，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为世界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或毕业于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和

学科，能够全职在站工作；

3.在国内外本学科核心期刊上发表署名为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 2 篇及以上。；

4.具有承担合作导师科研项目的学术积累；

5.除承担流动站的科研工作外，还需承担世界史学科的部分行政事务。

四、博士后招收流程

1. 申 请 者 需 提 前 与 合 作 导 师 联 系 ， 取 得 同 意 后 ， 登 录 上 海 大 学 招 聘 网

（http://shuhr.shu.edu.cn:8003/），注册并填写个人简历，选择应聘岗位。

2.申请者需登录上海大学人事处网站（http://www.hr.shu.edu.cn/hr.html），按照《上海

大学博士后工作人员进站流程》（2019 年版）准备并向文学院提交相关材料。

3.收到材料后，学科组将组织对申请人有关材料的审核，视条件可进行面试或采取其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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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核。经审核同意接收的，报学校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办理到校手续。通过上海市博士

后管理委员会审批后，在中国博士后网站登记备案。

4.本学科常年开展博士后招收工作，不设截止日期，招满为止。

五、福利待遇

博士后人员总体年薪不低于 20 万元。其中申请到上海市人社局“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者

累计年薪 35 万元以上。博士后在站期间可以评职称，出站优秀博士后可留校任教。

资助力度、考核要求和其它相关事宜详见〈上海大学博士后“泮池计划”实施办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秦老师

地 址：上海市宝山区南陈路 333 号上海大学（东区）文学院，邮编：200444

电 话：021-66133228

邮 箱：qinfeifei1123@163.com，邮件标题注明：应聘博士后+本人姓名+合作导师

网 站：www.hr.shu.edu.cn/Default.aspx?tabid=10623


	一、学科简介 
	二、合作导师与招聘岗位
	1.郭长刚教授 
	2.张勇安教授 
	3.郭丹彤教授 
	4.柴彬教授 
	5. 王三义教授 
	6.刘义教授 
	7.Iris Borowy 
	8.江时学教授 
	9.杨光教授 
	10. 李凤章教授 
	11.Tugrul Keskin（图鲁）教授 
	12. 赵莹波教授 
	13.唐青叶教授 

	三、招聘要求 
	四、博士后招收流程 
	五、福利待遇 
	六、联系方式 

